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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档票房大战日趋白热化!继

一只会功夫的熊猫阿宝远渡重洋来到

中国! 向观众展现了好莱坞对于中国

文化的理解之后!又一部以"功夫#为

题材的动画大片$风云决%上映!首个

周末票房就已突破千万元&同时!这部

改编自武侠漫画的国产动画入围 '第

四届好莱坞
!"#

电影节( 竞赛单元!

将成为首部在美国主流院线上映的中

国动画影片&

走进来的!走出去的!为何中外动

画影片都对武侠题材青睐有加) 功夫

难道成了中国文化首席代表)

尽管$赤壁%霸占了影院四分之三

的放映厅!$功夫熊猫%仍然后劲十足!

片中猴子*乌龟*丹顶鹤*老虎*螳螂*

毒蛇! 代表了中国传统武术中几路最

具特色的拳法& 虽然熊猫大侠笨手笨

脚!但耍起功夫来还是有模有样!腔调

十足&

就在$功夫熊猫%+纵横江湖(之时!

国产动画大片$风云决%横空出世!同样

讲述江湖和功夫的故事& 不同的是!中

国人对待武侠!要比好莱坞的俏皮熊猫

严肃得多& 看过$风云决%的观众中!不

少人的第一感觉是"打得很精彩(&不管

是八卦掌!还是太极拳*少林拳!一招一

式无不彰显中国功夫的精髓&

好莱坞炮制$功夫熊猫%来吸引中

国观众乃至全球观众的眼球! 中国本

土动画大片又指望着弘扬武侠精神的

$风云决%能够打开国际市场!传播中

国文化& 不同的创作者同样青睐功夫

题材!这是巧合吗)

套用$功夫熊猫%中乌龟大师的经

典台词,+世事没有偶然!有果必有因&(

武侠世界和武侠文化是成年人的童话!

也是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以李小

龙*成龙为代表的功夫电影在好莱坞打

开一片天地!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世界

对我们的认识& 在一些西方观众的眼

里!中国只有功夫片!甚至认为只要是

中国人多少都会点儿武术&

诚然!中国传统功夫*侠义情怀是

典型的东方特色!刀剑文化*快意恩仇

在世界文化中也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魅

力& 但是!我们的文化仅止于此吗) 汉

字 *琴棋书画 *园林 *戏曲 *美食以及

儒*道*周易*孙子兵法等等!无一不博

大精深&然而!又有多少人能体味这样

的中华文化)

当创作者抱怨传统中国文化过于

艰涩难懂*不够流行!不适合商业片的

路数时!我们在$功夫熊猫%中却看到!

好莱坞对于中国武侠的理解越来越精

准和到位!细节上对于中国元素的把握

更是让本土电影人自叹弗如& 与之相

比!不得不遗憾地承认!$风云决%还是

一部纯粹的武侠电影!精于武打!疏于

内涵&

电影是文化输出的主要产品之一!

$功夫熊猫%导演有耐心花上
$%

年研究

中国文化!花
&

年制作这部电影!所以

在影片中出现了 +你的心好似这一池

水!如果波澜起伏!就会模糊不清!但如

能平静下来!解决之道必将自现(+世事

没有偶然!有果必有因(这些富有中国

式哲理的台词&而我们的电影人却还在

钻研! 如何让这一掌挥得虎虎生风*让

那一拳打得目眩神迷等浮华*哗众的表

象&

功夫电影是块敲门砖! 曾经打开

了通向国际市场的道路&但是!中国电

影渴望国际观众认可+中国风(!仅靠

功夫开路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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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电影是块敲门砖!曾经打开了通向国际市场的道路& 但是!中国电影渴望国际观众认
可+中国风(!仅靠功夫开路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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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 芳

迎接另一个晨曦 带来全新空气

气息改变情味不变 茶香飘满情谊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放怀抱等你

拥抱过就有了默契 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 请不用客气

相约好了在一起 我们欢迎你

我家种着万年青 开放每段传奇

为传统的土壤播种 为你留下回忆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 请不用拘礼

第几次来没关系 有太多话题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我家大门常打开 开怀容纳天地

岁月绽放青春笑容 迎接这个日期

天大地大都是朋友 请不用客气

画意诗情带笑意 只为等待你

北京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北京欢迎你 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魅力充满着朝气

北京欢迎你 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在黄土地刷新成绩

北京欢迎你 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

北京欢迎你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

!北京欢迎你"

!歌词"

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

的曲作者小柯日前透露!这

首传唱度极高的歌曲灵感源

自一首童谣$水牛儿%&

小柯谈到自己的创作过

程时说,+现在的流行音乐大

多沿袭西洋风格& 我接到这

个任务时! 首先就想到要用

最有中国特色的音乐! 结果

想到了童谣*歌谣&(他说!写

这首歌时自己脑子里一直回

荡着$水牛儿%这首童谣优美

的旋律!为此$北京欢迎你%

的第一句还特地找了个小女

孩来演唱&

$北京欢迎你%在奥运倒

计时
"##

天推出! 很快就在

全球华人间兴起了一股热

潮! 连许多不懂中文的外国

人也被它优美动人的旋律所

吸引&对此小柯坦言自己+很

兴奋(!+看来当初的-中国风

格.路线是正确的(/

$北京欢迎你%由小柯和

香港知名音乐人林夕联手打

造! 参与录音的著名歌手多

达
"##

名&不少网友表示!这

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喜迎奥

运的心声!它旋律动人!歌词

琅琅上口!非常利于传唱&

小柯说,+这么多年我一

直在写给年轻人的歌! 我最

大的愿望就是能写出一首大

人*孩子*老人都爱唱的歌&

$北京欢迎你%终于让我实现

了这个心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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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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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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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最具代表性的录音!

%

段从

未发表的录音! 这些都收录在郎朗的

首张精选大碟$最爱与珍藏%中&日前!

郎朗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精选专辑首发

式!他表示!这张专辑也是他个人对北

京奥运会的一份献礼&

郎朗的这套精选唱片分+最爱#与

+珍藏#两张!收入了他自
!##!

年签约

著名古典音乐品牌德国
&'

唱片公司

以来推出的
(

张个人专辑中的精华片

段& 其中+最爱#收录了海顿*舒伯特*

肖邦*李斯特*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

斯基等大家的名作! 以及 $黄河颂%*

$平湖秋月%等中国作品& 另外还有一

首是谭盾的 $八幅水彩画的回忆%之

+逗豆#& 第二张
)&

+珍藏#首次收录

了郎朗演奏的$彩云追月%!以及曾获

得
!##*

年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奖的

电影$面纱%的两首曲子& 郎朗和恩师

埃森巴赫的四手联弹更是为听众带来

了一个惊喜&

郎朗表示!北京奥运会对他而言

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他表示!除了

为拍摄奥运宣传片$郎朗的歌000献

给
!##$

%!推出献礼精选大碟 $最爱

与珍藏 %外 !他还应邀出任德国国家

电视台首位文化大使!在奥运期间以

嘉宾主播的身份坐镇北京!向欧洲乃

至全球的观众介绍北京奥运和中国

文化&

!+

!文娱"

郎朗新专辑献礼奥运

对于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演

员蒋雯丽热情高涨!她说,+前段时间

做了一些公益性的宣传活动!还拍摄

了一个北京电视台的奥运宣传片!并

且我带着儿子去看了一些奥运的热

身比赛& #

说起奥运会比赛!蒋雯丽很有感

触,+以前上学时我就是校运动队的!

我上中学时经常参加田径运动比赛!

还得过-市中学生比赛.的跳高冠军!

因此我一直对田径项目情有独钟!我

喜欢看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拼搏的感

觉!很有激情&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我

就会去关注田径比赛& #

蒋雯丽还透露自己是刘翔的粉

丝 ! 她说 ,+我很希望能去看他的比

赛!也相信他能蝉联奥运冠军& #

除了对奥运比赛的向往 ! 蒋雯

丽也很期待一睹 +鸟巢 #的雄伟 & 她

表示有机会一定要带着儿子去看

看 !+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很难得的盛

宴 !我一直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作为

一个中国人 !我很开心能参与其中 !

尽一份力量 !为北京加油 !为各国的

运动员加油& #

!+

!文 娱"

蒋雯丽为奥运!热身"

女星范冰冰日前以青春

运动的造型拍摄了一系列奥

运写真!为参加北京奥运会的

奥运选手们加油助威&

镜头中的范冰冰化身自

行车手 * 短跑健将 ! 阳光帅

气 & 范冰冰近来一改往日形

象!热心慈善公益事业 !不仅

在抗震救灾中捐款捐物 *助

养灾区孤儿 ! 更积极行动支

持奥运 & 她不久前与林俊杰

合唱了奥运歌曲 $万山之

巅 %!曲风大气 !歌词意境隽

永 & 她还受央视电影频道邀

请!义务拍摄奥运宣传片& 她

在片中扮演的 +马术 #女将 !

飒爽英姿令人印象深刻&

目前!范冰冰正在中影怀

柔基地拍摄一部大制作的古装

电影$麦田%!这是导演何平继

$天地英雄%后的又一部古装巨

制!该片以战国时代为背景!讲

述动人的爱情故事& 范冰冰表

示! 希望自己能为奥运会多做

一点事!多尽一点力& +可能的

话! 我会到赛场为奥运健儿呐

喊助威& #

!+

!苌哲广"

范冰冰
写真迎奥运

本报讯 1记者刘 洋 2从 "超级女

声(走出来的歌手许飞!昨日携带着自

己的首张专辑$恰许同学年少%来到郑

州3 今年
*

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

的许飞对这张倾注了她两年心血的专

辑非常珍爱& 她说,+这不仅是我的毕

业礼物! 也是对我
%

年学习的一个总

结!更是我艺术道路的新起点& #

面对+超女#这个很多从选秀走出

来的歌手急于摆脱的头衔! 许飞显得

很平静& +我从这个平台走出来!我要

感谢这个平台& 我需要一段时间来积

累沉淀成一位歌手!甚至是音乐人&如

果我没有出成绩!我不让大家叫我-超

女.!大家心里肯定还认为我只是一个

-超女.& 一个歌手!无论什么头衔!都

应该在大家的心里& 我需要的是出成

绩!不是活在以前的比赛里& 我相信!

我可以做到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

带着一种文艺女青年气质的许

飞!对即将开幕的
!##$

年北京奥运会

也相当关注& 她说,+北京奥运会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我很想去现场为

我们的奥运健儿加油助威& 我喜欢羽

毛球* 网球和跳水! 这些比赛我都会

看&我也试着为奥运会写歌&我偏好民

谣!所以我很喜欢$北京欢迎你%这首

歌& #

对于未来! 许飞淡定地说,+我现

在正处于最值得留下回忆的年纪& 关

于未来!我希望不断地提醒自己!千万

不要停下 ! 让我的音乐之路越走越

宽& #

!!

!超女"许飞郑州推专辑

秦兵马俑中的两名射箭俑目前由

一名+将军#率领+驻扎#在首都博物馆

为奥运喝彩!让人在流连+

&%%%

年文明

瑰宝展#之际!不禁对秦兵马俑中的+射

箭军阵#遐想不已&

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

奇迹! 自
'()*

年发现以来一直吸引着

世人的目光!并因其巨大的考古学储备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单&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原馆长袁仲

一介绍说!在秦兵马俑二号坑中出土了

众多跪姿射箭俑和立姿射箭俑!与秦兵

马俑一号坑军阵* 二号坑主要军阵不

同!它们构成了秦兵马俑中的+射箭军

阵#&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理

认为!秦兵马俑的射箭俑集中出土于二

号坑的东北角!自成一区& 其南北宽
$+

米!东西进深
,-

米!俑坑构筑法与一号

坑基本相同! 中心是八列东西向纵队

'-.

件跪射俑!两边各有三列东西向纵

队
(-

件立射俑! 其最东端有两行横队

-.

件立射俑!最西端则是两行
'-

件立

射俑!共
$$,

件射箭俑!全部面向东方&

袁仲一说,+这个-射箭军阵.采取

外围立姿* 内里跪姿的围合排列方式!

立姿为箭发射瞬间状态!跪姿为箭安装

时状态& 在各自动作结束之后!前后者

互相交换阵地*轮番射箭!以此构成这

一兵种的连续作战状态& #

!!

!冯 国"

秦兵马俑有个!射箭军阵"

新上映的好莱坞大片$木乃伊
,

,龙

帝之墓%并没有动摇$蝙蝠侠
(

,黑暗骑

士%的霸主地位&缔造一连串票房纪录的

$蝙蝠侠
(

%上周末再创奇迹!以
%,$#

万

美元的周末票房实现+三连冠#!该片上

映三周来!全球票房近
(

亿美元&

由于$蝙蝠侠
(

%票房大热!好莱坞

一些影评人甚至大胆预测 !$黑暗骑

士% 将向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保持

者$泰坦尼克号%发起挑战&

""

年前上

映的$泰坦尼克号%至今仍保持
(

亿美

元的北美票房最高纪录和
"$

亿美元

的全球最高纪录&

$木乃伊
,

,龙帝之墓%由布兰登4

弗雷泽*李连杰*杨紫琼*黄秋生*梁洛

施等主演& 该片在首映周末进账
%!+#

万美元 ! 低于业界
+###

万美元的预

期&

!*

!文 娱"

!蝙蝠侠"

北美三连冠

为记录中国运动员在第
,(

届奥林匹克运

动会赛场上夺取金牌时的飒爽英姿! 铭记中国

奥运健儿的辉煌成就!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决定

在奥运期间发行+第
,(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金牌运动员#个性化系列邮品&

据介绍!此套+第
,(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金牌运动员# 个性化系列邮品包括金牌运

动员即时版个性化邮折和金牌运动员纪念封&

邮折封面左侧为一镂空矩形! 露出折内金

牌个性化邮票& 个性化邮票是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特别推出的金牌主图专用邮票! 有两种特殊

版式!其中
(

枚版供个人项目和双人项目使用!

&

枚版供团体项目使用& 邮票附图为金牌运动

员现场领奖照片&

纪念封主图采用运动员比赛的精彩瞬间和

夺金赛场的场馆图片作为设计元素! 盖运动员

获得金牌的奥运场馆临时邮局邮戳&

!!

!周润健"

中国奥运冠军英姿将现邮票

根据美国纽约州国会参议员希拉里日前公

开的年度财政状况报告!她的丈夫*前总统克林

顿去年的演讲收入达
'.'.

万美元&

报告显示!克林顿去年共在美国的
',

个州

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以及另外
''

个国家发表

了
&*

场付酬演讲! 平均每场演讲收入
'+/)

万

美元& 其中!报酬最高的一场演讲是在伦敦!报

酬为
*,/&

万美元&

报告说! 邀请克林顿发表演讲的机构除像

通用电气和高盛这样的大公司外!也有+男孩女

孩俱乐部#这样的民间组织和一些媒体机构&此

外!克林顿演讲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海外&

克林顿
,%%-

年的演讲收入为
0%,%

万美

元&根据希拉里今年
*

月公布的纳税报表显示!

从
,%%%

年年初到
,%%)

年年底! 希拉里和克林

顿总收入达
0/%(

亿美元!其中克林顿演讲收入

达
&0%%

万美元&

!!

!据新华社"

克林顿去年演讲收入逾千万
其中一半以上来自海外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播出反映萨达姆生平

的
*

集电视连续剧$萨达姆家族%!引发媒体热

议&

据法新社报道!$萨达姆家族%由英国和美

国共同制作!展现了萨达姆
0()(

年上台后!逐

步成为令西方胆寒的人的过程&

这部电视剧
,%%)

年在突尼斯拍摄!由伊拉

克演员伊加尔4瑙尔扮演萨达姆& 萨达姆在片中

被刻画成一个残忍的黑手党老大式的人物&

)

月

$%

日播出的第一集讲述了萨达姆以女儿的生日

聚会为掩护!暗中进行军事政变的故事&

有人指出!这部电视剧的情节酷似美国热

门电视剧$黑道家族%& 英国$卫报%评论员写

道,+$萨达姆家族%就像是没有笑话的$黑道家

族%!除了-化学阿里.的精彩表演冲淡了越来

越浓重的黑暗气氛外& #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剧中萨达姆的性格

与
,%%$

年时将他推翻的两个人 1布什和布莱

尔2有相似之处&

英国$独立报%则表示!这部电视剧成功刻画

了萨达姆给他周围的人心里带来的恐惧&

!!

!据新华社"

电视剧#萨达姆家族$引热议

第
0%

届美国+青少年选择奖#颁奖典礼
$

日在洛杉矶好莱坞环球影城吉布森圆形露天剧

场举行& 电视剧$绯闻少女%和+约纳斯兄弟#乐

团成为最大赢家!分别获得
-

项大奖&

此次评选活动共收到观众在网上投出的约

$%%%

万张选票! 选出全美青少年心目中电视

剧*电影*音乐*体育及时尚领域最受欢迎的偶

像&

当晚的颁奖典礼由美国当红青春偶像*女

歌手米利4赛勒斯主持&$绯闻少女%共获得最佳

电视剧*突破电视秀*突破男演员*突破女演员*

最佳剧情类女演员和电视反派奖&

此外!当红青少年摇滚乐团+约纳斯兄弟#

因主演电影$摇滚夏令营%共获得突破组合*红

毯男星之时尚符号等
-

项大奖&影星威尔4史密

斯和说唱歌手克里斯4布朗也因在电影和音乐

方面的出色成绩而获得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英国球星大卫4贝克汉

姆获得最佳男运动员奖& 他的小儿子克鲁斯还

上台即兴表演了一段舞蹈&贝克汉姆说!克鲁斯

的舞艺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 贝克汉姆的妻子

是前+辣妹#组合成员维多利亚&

美国+青少年选择奖#由全美
0%

岁到
,%

岁

的青少年评选! 好莱坞明星如汤姆4克鲁斯*卡

梅隆4迪亚兹等当年也曾获得这项大奖&

!!

!据新华社"

美国评出!青少年选择奖"

本报讯 1记者刘 洋2我省著名曲剧表演艺

术家王秀玲* 曲胡演奏家宋喜元夫妇日前在郑

州举行仪式!收曲剧女演员郑瑞霞*曲胡琴师贾

金池夫妇为徒&

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王秀

玲!在
+#

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主演了$红楼梦%*

$风雪配%等许多经典剧目!塑造了流传至今的

舞台形象!形成了曲剧艺术流派中重要的+王派

艺术#!被称为+活林黛玉#& 曲胡演奏家宋喜元

从事曲胡演奏
+#

多年!他发明的便携式曲胡获

得国家发明专利&

收徒仪式上!王秀玲表示!要把王派艺术的

演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郑瑞霞! 希望郑瑞霞广

泛学习其他戏曲流派!让曲剧事业后继有人&郑

瑞霞和贾金池也表示!要以师为范!把曲剧艺术

发扬光大&

!!

曲剧名家王秀玲郑州收徒

杨东华 摄


